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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申請畫面: 登入畫面

4

在登入畫面點選註冊新帳號進行帳號申請



1 申請畫面:鍵入統編後選擇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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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統一編號



登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

申請帳號管理者角色

填寫申請資料

並列印「帳號管理者」帳號申請單

簽名核章後上傳

審核通過後以電子郵件通知

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cdc.gov.tw)/
申請/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/

作業規定與流程/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

經疾病管制署管制中心人員
核准帳號管理者帳號

(審核時間約需三天)

1 「帳號管理者」帳號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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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dc.gov.tw)/


填寫完成後按下列印申請
單，簽章後上傳

需檢附簽章後「帳號管理者」
帳號申請單

送出後由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統一編號所在地區
之本署管制中心審核

1 「帳號管理者」帳號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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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「帳號管理者」帳號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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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

申請一般使用者角色帳號

填寫申請資料

建議列印「一般使用者」感染性生物材料
輸出入申請作業委任書(參考版)

填寫後上傳

審核通過後以電子郵件通知

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cdc.gov.tw)/
申請/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/

作業規定與流程/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

經帳號管理者

核准一般使用者帳號

1 「一般使用者」帳號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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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dc.gov.tw)/


效期過後需重新申請

機構資訊系統會自動帶出顯示

填寫完成後按下列印，
用印後上傳

申請作業委任書填寫後
上傳(建議)
由帳號管理者審核帳號

1 「一般使用者」帳號申請

選擇代理之計畫主持人/負責人單
位之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統編申請

代理申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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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「一般使用者」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作業委任書
(參考版)

申請作業委任書僅提供參考

請依貴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管理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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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使用者資料

12

• 可修改此帳號的資訊



填寫完成送出後請找
申請之機(構)/團體/
事業「帳號管理者」
審核

提供代理多位指定計畫主持人/負責人單位使用

填寫代理之計畫主持人/負責人
單位之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資訊

每代理一位計畫主持人
/負責人單位需申請一
次，可在效期內使用

1 使用者資料-新增申請單位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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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&
帳號管理者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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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輸入帳密按下登入後，系統會發送
一次性密碼至帳號填寫的電子郵件，
需輸入一次性驗證碼，驗證成功才
可登入

• 使用Chrome瀏覽器、Edge瀏覽器
• 本系統支援「帳密」、「自然人

憑證」、「醫事人員卡」、「健
保卡」登入

2 登入畫面

15



2 登入畫面-雙因子驗證

輸入帳密按下登入後，系統會發送
一次性密碼至帳號填寫的電子郵件，
需輸入一次性驗證碼，驗證成功才
可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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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公告及待辦事項清單

2 登入首頁

依帳號管理者、一般使用者，
看到不同的待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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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「帳號管理者」-帳號審核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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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瀏覽」檢視資料審核



2 「帳號管理者」-帳號審核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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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檔案可下載檢附文件查看

按下通過、拒絕審核帳號



2 「帳號管理者」-申請者新增單位機構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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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瀏覽」檢視資料審核



2 「帳號管理者」-申請者新增單位機構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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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檔案可下載檢附文件查看

按下通過、拒絕審核帳號



填寫申請書&
退回補正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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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作業注意事項

由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申請

申請人應說明該生物材料之危險群等級、操作實驗室安全等級、用途及使用期限等，
涉及動植物疫病者應經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同意，始得輸入。

輸出入申請檢附文件

申請單位辦理輸出(入)申請時，應填妥「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書」，並依申
請品項上傳相關文件，向本署申請辦理審查作業。有關應檢附之文件清單，請參考
本署「感染性生物材料暨傳染病檢體輸出(入)管理規定」之附件3。

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於輸出入三週前向疾病管制署提出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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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之一般使用者申請帳號

填寫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該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之負責人(如實驗室負責人或計畫主
持人等)，請務必填妥各項申請人資料，以利海關通關核對納稅義務人身份。

帳號經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之「帳號管理者」核准後，
即可至系統「新增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書」項目，填寫申請書
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，此資料作為海關比對之依據。

填寫完成並完成佐證資料上傳後送出，申請書將由疾病管制署開始審核。

所需之文件請依「感染性生物材料暨傳染病檢體輸出(入)管理規定」內容檢附，
一份申請書(可含多項貨品，最多50項) ，但僅供單一輸出(入)之目的/來源單位使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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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作業注意事項



1

2

此欄請申請者務必
先聯繫報關業者或
代理輸出(入)業者，
確認海關報單貨主
(納稅義務人)之統
一編號。

3 新增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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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核准期間內輸出(入)
總數量之核銷次數。
如：總數量為1，則選擇
單次核銷。
總數量若大於1，可選擇
多次核銷或單次核銷。

若有多項生物材料，
請逐一「新增」輸入貨品
欄位，切勿填在同一欄，
最多50項

3 新增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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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或報關業者可由此
切換代理之計畫主持人/
材料使用人單位

3 新增申請書-切換申請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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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欄位名稱及格式填寫欲申
請輸出入生物材料相關資料，
可參考填寫說明內容填寫

本次申請單核准期間內，該項次
所允許輸出(入)之總數量上限

3 新增申請書-貨品項次編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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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完成後點選送出申請書

3 新增申請書-送出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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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後申請書最上方可察看案件申請進度

3 新增申請書-送出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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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將檢附文件上
傳

文件上傳完成後，需按
下完成補正，申請書才
會送交區管中心審核

3 新增申請書-送出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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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「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（入）申請書」查詢

可在此查詢自己填寫之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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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申請書查詢-瀏覽

只需補正上傳文件，請點選「瀏覽」按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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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申請書查詢-更正

若需更正申請書內容，請點選「更正」按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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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申請書查詢-撤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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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若送出申請書後發現此筆資料不需申請，
請點選「撤銷」按鍵

• 按下「完成補正」後，不可「撤銷」



審核通過(收到電子郵件通知)
自行登入系統列印
審查同意通知書

3 申請書審核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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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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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關系統傳送比對不符錯誤訊息：

• 依回傳之錯誤敘述，檢查報關單申報資料與簽審申請書內容是否一致，予修改
報關資料後重新上傳。

• 若為申請書資料填報錯誤，請原申請人於上班時間(週一至週五)聯絡相關承辦人
員協助。夜間或假日遇緊急事件，請洽本署1922防疫專線。

• 如已確認上傳之資料無誤，連絡本署相關承辦人員。

報關系統傳送未有回應：

若已確定所傳之報關資料無誤，但仍被判定不准者，請於上班時間(週一至週五)
電洽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承辦人員。

4 錯單及系統故障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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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 管轄縣市 聯絡人 聯絡電話

本署臺北區管制中心
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、
連江縣

張小姐

許先生

02-27122391

本署北區管制中心 桃園縣、新竹市、新竹縣、苗栗縣 江小姐 03-3982583   分機67

本署中區管制中心 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 林小姐 04-26562514 分機18 

本署南區管制中心 雲林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臺南市 陳小姐 06-2696211   分機231 

本署高屏區管制中心 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 黃先生 07-5618995   分機105

本署東區管制中心 花蓮縣、台東縣 呂先生 03-8242251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規定及管制等級問題，請洽：蔡先生 02-2395-9825 分機3817

系統作業障礙，請洽：余先生 02-23959825 分機3653 傳真 02-2394-5365

4 本署各管制中心相關聯絡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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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.「帳號管理者」角色是什麼?

「帳號管理者」由機關(構)/事業/團體指派至多2名，主要為審核「一般使用者」
帳號，及維護機關(構)/事業/團體相關資料。

Q2.「一般使用者」角色是什麼?

除帳號管理者外，其他需申請/代理申請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作業的使用者。

4 Q&A

Q3.輸入統一編號以後，為什麼沒有「一般使用者」可以選擇?

因貴機關(構)/事業/團體還未有人申請帳號管理者，請聯繫貴機關(構)/事業/團體指
派至多2名管理者申請。

Q4.學生/助理/代理業者應該申請哪個身份帳號，統一編號如何填寫?

學生/助理/代理業者幫計畫主持人(材料使用者)辦理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作業，應
申請「一般使用者」帳號，並填寫計畫主持人(材料使用者)之機關(構)/事業/團體統
一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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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. 「帳號管理者」帳號申請單怎麼提供?

「帳號管理者」線上申請帳號(含上傳欄位)，可填寫個人申請資料並上傳提供此表
單。

Q6.為什麼要填寫上傳「一般使用者」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請作業
委任書(參考版)?

此申請作業委任書(參考版)目的為使帳號管理者快速審核通過「一般使用者」帳號，
可依貴機關(構)/團體/事業管理要求辦理。

4 Q&A

Q7.忘記密碼要怎麼解鎖?

請點選登入頁面的忘記密碼，輸入您的帳號(身分證字號)及辦理帳號時填寫之電子
郵件，即可獲得重設密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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